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俊
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
告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
不少人只關注到填海造島的問
題，未有留意計劃中包括興建連
接屯門、大嶼山、中部水域至港
島北部的道路及鐵路。多位屯門
區人士均認為，擬建的運輸走廊
將可紓緩現時屯門公路及西鐵於
繁忙時段的擠塞及擠迫情況，令
新界西北的交通運輸系統有更大
改善。

梁健文：紓緩屯公擠迫
屯門區議會主席、民建聯梁健

文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以往
也有建議在現時興建中的屯門至
赤鱲角連接路加建鐵路，惟最終
未有落實。對於政府提出在大嶼
山的新發展計劃興建鐵路，他表
示歡迎並支持。
他指出，除青山公路外，屯門

連接市區的屯門公路，於1978
年通車後至今已40年，一直未再發展第
三條道路，現時屯門公路在繁忙時間已經
飽和，不時出現擠塞情況，而西鐵車廂亦
經常迫爆，因此有更多的道路及鐵路發
展，實在刻不容緩，亦是屯門居民一直所
期待。

李洪森：新規劃造福下一代
屯門區議會副主席、工聯會李洪森也支持

「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因為填海是增加土
地的好方法，可紓緩土地短缺，毋須見縫插
針只能找出很少土地來建樓，「為了下一代
着想，有長遠計劃實屬必須，正如當年興建
新機場及西鐵時，也有人不認同，但現時已
沒有人認為這些建設是沒有必要。
他認為，興建連接屯門的對外鐵路，可

紓緩屯門公路及西鐵於繁忙時段的擠塞及
擠迫情況，但最直接的仍是興建連接荃灣
及屯門的荃屯鐵路，路線不會太迂迴，未
來會繼續爭取興建。

田北辰：認同運輸基建先行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實政圓桌」田北

辰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指出，一直堅持
落實興建第五條跨海鐵路，才會支持新界
西新發展區。他表示，今次施政報告宣佈
「運輸基建先行」，以道路與鐵路連接屯
門沿海地帶、北大嶼山、中部水域人工島
和港島北的傳統商業中心，與他一直倡議
的第五條跨海鐵路一致。他希望新鐵路早
日落成，紓緩西鐵迫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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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靠填海 拓島為未來
林鄭：投資攤分十幾年 豈會長俸金儲備都花光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新新

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年度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明日大嶼」」計計

劃劃，，建議在中部水域分階段填出多建議在中部水域分階段填出多

個人工島個人工島，，合共約合共約11,,700700公頃公頃，，預預

計於計於20322032年起供多達年起供多達 110110萬人居萬人居

住住，，政府初步估計造價為政府初步估計造價為44,,000000億億

至至55,,000000億元億元。。特首林鄭月娥昨日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引當年備受爭議引當年備受爭議、、同樣涉及填海的同樣涉及填海的

玫瑰園計劃玫瑰園計劃，「，「大家可以想像大家可以想像，，如如

果當年政府沒有這個決心排除萬果當年政府沒有這個決心排除萬

難難，，沒有迎難而上沒有迎難而上，，今日的香港會今日的香港會

是一個怎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香港？？所以希望大家所以希望大家

都鑑古知今都鑑古知今。」。」她並慨嘆她並慨嘆，，填海近填海近

年被妖魔化得很緊要年被妖魔化得很緊要，「，「香港的成香港的成

功功，，真的這麼多年來真的這麼多年來、、開埠以來都開埠以來都

是靠填海的是靠填海的。」。」

過渡房屋有地就建「錢不是問題」

反對派搞分化人身攻擊
在昨日的答問大會

上，反對派多次借「明
日大嶼」為名，將香港

面對一連串的社會問題，都簡單地歸咎到
新來港人士身上，包括要先收緊單程證制
度，更有人人身攻擊特首林鄭月娥是「騙
子」、「敗家」。林鄭月娥直言，自己已
聽了十多年這些難聽說話，並不介意，又
強調不認同將土地問題與協助家庭團聚的
單程證制度掛鈎。建制派就不齒反對派所
為，批評反對派搞分化和人身攻擊，對香
港毫無益處。

妖魔化單程證制度
「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在答問會上

就「明日大嶼」計劃提問時聲言，要解決

香港房屋問題，特區政府就應當「取回」
單程證審批權、檢討單程證配額。林鄭月
娥反駁指，范國威往往把覓地工作與人口
政策甚至是協助家庭團聚的單程證制度掛
鈎，「恕我不會苟同。」

林鄭月娥在同日的電台聯播節目上則重
申，單程證措施是為了家庭團聚，她不明
白為何要排斥，而香港正面對極速老齡
化，需要人才推進發展。她並重申，香港
的房屋發展是以公營為主，會優先讓居港
較長時間的人士居住。

提問口出侮辱性言語
公民黨郭家麒在答問會上聲言，林鄭月

娥「沉迷基建，倒錢落海」，又引用個別
網上留言稱「明日大嶼」實是「明日大

鑊」，更以「有市民託我問你」為名人身
攻擊林鄭月娥：「你究竟是『騙子』、
『敗家』，抑或其實兩個都是？」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提醒郭家麒不應用侮辱

性言語，但對方仍借「詢問」為名，要求梁
君彥「澄清」在「騙子」、「敗家」兩個詞
中，「哪一個字是侮辱她（林鄭月娥）？」

梁君彥指兩個詞都可能有侮辱成分，要
求郭家麒收回，郭家麒不得不收回，但就
小學雞地試圖「攞尾彩」：「你還未讓她
（林鄭月娥）答，她可能說兩者都是。」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直言，郭家麒的難聽
說話，「我大大話話聽了十多年」，而對
方更曾試過在會議廳走到主席台前用錢
「掟」她，今次已經很「溫和」，「我可
以答，我亦不介意你那些說話。」

郭家麒又抹黑新來港人士，聲稱現時新界
多個新發展區計劃已可滿足港人住屋需要，
質疑人工島是否讓「新香港人」居住。林鄭
月娥指，沒有一個叫「新香港人」的概念，
政府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香港市民做。

圍攻「明日大嶼」規劃
隨後提問的民建聯議員鄭泳舜看不過

眼，強調發展土地要視乎各方面因素，什
麼都要考慮，「只是搞分化和人身攻擊，
我覺得是沒用的。」
在答問大會結束、林鄭月娥離開時，范

國威再度發難，無視梁君彥警告，夥同
「議會陣線」的朱凱廸高呼「明日大嶼，
今日水魚，人工島逆天而行」等口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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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不少人提出，粉嶺高爾夫球場可否
用作短期建屋，林鄭月娥昨日坦
言，即使能動用有關土地，亦不能
短期見效，因為還要解決交通、搬
祖墳和古樹的問題，「所以，有時
候大家看似很快的選項其實不會很
快。」
林鄭月娥表示，收回粉嶺高爾夫球

場建屋的建議，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的選項之一，亦是相對富爭議性的選
項，待專責小組在年底交報告時再看
情況如何。

收回高爾夫球場
爭議大年底再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增加過渡
性房屋的供應。她承認，有關措施須有
土地、房屋或工廈擁有人與政府合作，
很難定下數量的指標，並呼籲各議員和
政黨，如果看到有適合做過渡性房屋的
地方，大體上區內亦同意的，就交給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跟進，「陳帆局長
會找專責小組去看，如果可行的我們便
做，錢不是問題。」

有好建議可交陳帆研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在答

問大會上指出，目前有 11 萬人住在
「劏房」等不適切房屋，問特首在興
建過渡性房屋單位數目會否有目標和
時間表，及手頭上有多少塊土地已經
準備就緒。

林鄭月娥指出，在長期供應未到位
時，特區政府會善用資源，包括現有房
屋及土地，但過渡性房屋方面很難有指
標，因為很多事不是政府所能控制，需
有業主的配合。
她呼籲各議員和政黨就興建過渡性房

屋的土地提意見，如果可行政府就會
做，「錢真的不是問題，我們一定能想
通怎樣找到錢去建這些過渡性房屋。」

鄭泳舜即提可用地建議
鄭泳舜隨即表示，民建聯早前指出，
在深水埗欽州街西和通州街交界，有一
塊地政總署臨時用地，估計可以建超過
200個單位，希望政府就上述選址進行
研究，林鄭表示鄭泳舜可將有關建議交
給陳帆去研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針對公屋

輪候問題，問政府會如何為平均輪候時
間逾5年的申請者燃點希望。林鄭月娥
指，是次施政報告提出了幾個由房協和
房委會做的短期措施，並首次破例讓整
幢工廈可以改建為過渡性住房。
同時，特區政府於今年6月已撥了9塊
地，由私營房屋轉做公營房屋，可以多
提供逾萬個單位，「在未來日子裡，我
承諾任內會多調撥土地作公營房屋，希
望能夠盡快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至於「土地共享」計劃，則須逐個

申請審視，「如果申請相對簡單，不
涉及大型的道路、基建或其他事情，
那便會是比較短期、近期可以提供額
外公營房屋的供應。總之可以向各位
講，在房屋問題，我們真是絞盡腦
汁，希望能夠在短、中、長期都可以
增加供應。」

公路鐵路接駁 大嶼四通八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東大

嶼都會的人工島將興建新道路和鐵路接
駁大嶼山、人工島和港九市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指出，在興建交通配套
後，大嶼山將不再是一般人認為的「香
港最西面一個島」，而是會成為「雙門
戶」，一邊連接港珠澳大橋，一邊接駁
到港島北，屆時將會「四通八達」。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在昨日答問大會上

指出，新界西，包括東涌人口都不斷膨
脹，需要有更多管道通出市區，希望在
人工島落成前，可以有新管道接駁到大
嶼山與市區，又希望政府能加快興建青
衣至大嶼山的連接路。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指出，政府在發展

東大嶼時，會在整體策略的層面一併考慮
整個鐵路和公路網絡的配套，「大家可以

想像一下，大嶼山已經不再是一般人認為
在香港最西面一個島，它將會成為一個
『雙門戶』的情況，因為現在只有由青馬
過來的北大嶼山公路，我們很快便開通港

珠澳大橋，而且我想再過一段時間便可以
開屯門赤鱲角那條隧道，再在我們『明日
大嶼』裡由交椅洲接駁去港島北，其實是
一個四通八達的局面。」

在昨日的答問會上，「新民主同盟」范
國威聲稱「明日大嶼」計劃「埋單分

分鐘是一萬億元」，是「燃燒儲備」。林
鄭月娥重申，「明日大嶼」的願景是為香
港開拓更多土地，滿足香港未來二三十年
的發展，又舉例指包括赤鱲角機場及西區
海底隧道的玫瑰園計劃，同樣需要填海
1,700多公頃。

如果沒有地 萬事皆空談
公民黨的郭家麒聲言，「明日大嶼」計劃
要連公務員長俸金儲備都花光才能「還到
數」。林鄭月娥反駁指，政府每年開支高達
5,000多億元，單是基建投資，就由她做發
展局局長時的不到200億元，增加到1,000
億元，而政府未來也有能力去做基建工作。
她說：「無論是5,000億、6,000億，都是

在一段很長時間攤分十幾年做。攤分十幾
年，每年不就是400億、500億……所以不
要將數目合併說成明日會用完儲備、明日用
完公務員長俸金這樣來嚇市民。」
工黨的張超雄問林鄭月娥如何用「明日
大嶼」計劃為長者、病人等弱勢社群提供
援助。林鄭月娥表示，社福服務都需要有
樓房配合，「如果沒有地，所有事情都是
空談，所以為什麼大嶼山是一個給大家的
願景，不只是經濟的願景，不是房屋願
景，也是民生改善的願景。」
她指，屆時可以騰出市區用地多建社區
設施、安老設施，不但解決到社福服務輪
候時間，院舍也有多些地方。
除了中部水域外，屯門龍鼓灘也會填海
220公頃。本身是龍鼓灘原居民的經民聯劉
業強指出，龍鼓灘附近現時已有很多厭惡性
設施，認為政府有責任交出優化環境和改善
對外交通的方案。

填海非「妖魔」保證不損生態
林鄭月娥坦言，填海近年被妖魔化得很緊
要，強調香港多年來的成功都是靠填海，而
她由小時到20歲都住在灣仔告士打道，目
睹告士打道在海邊一直填出去，加上現在的
填海技術更先進，「如果認為填海必定是傷
害生態，這我們一定保證不會。」她說樂意
和龍鼓灘的居民討論。
雖然反對派形容得市民都很厭惡填海，但
在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電台節目回應市民對施
政報告的提問時，3名提到填海的市民中，
有兩人都對有關計劃表示贊成。
聽眾鄺女士更大讚「政府主動攞返土地發
展權係好事」，並就反對派最擔心的資金問
題，建議政府發行債券去籌錢，並讓退休人
士申請有關債券，順便應對人口老化的問
題。林鄭月娥形容這是積極的建議，會再研
究有關方案。至於發行幾多債券，讓誰人投
資，亦會一併研究。

■■政府計劃在東大嶼山填海造地建新市鎮政府計劃在東大嶼山填海造地建新市鎮。。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明日大嶼明日大嶼」」計劃須迎計劃須迎
難而上難而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回回
應議員就土地應議員就土地、、房屋等政策的提問房屋等政策的提問。。 中通社中通社


